
附录 1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清单 

专业课 

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授课教师 

城市管道工程 张科锋 张科锋/李妍 

城市轨道交通 王小军 王小军 

大学生就业指导 周星 张腾/周星/李扬 

大学生职业规划 周星 周星/李扬/张腾 

地下建筑结构设计 徐浩峰 徐浩峰 

钢结构设计 王韬 王韬 

钢桥与组合结构桥梁 罗征 罗征 

工程测量 耿健 
耿健/贾惠艳/潘崇根/陈伟/

余效儒 

工程地质 王文军 王文军/王恒宇/程潇 

工程概预算 高红江 高红江 

工程合同管理(B) 吴萍 吴萍 

混凝土结构设计 徐浩峰 李强/徐浩峰 

基础工程 王忠瑾 王忠瑾/王小军/方鹏飞 

建设工程经济 吴萍 吴萍/毛荣一/蒋园园 

建筑给水排水工程 靳慧霞 靳慧霞/马建青 

结构抗震设计 邬喆华 邬喆华/苏丹娜 

结构力学 方鹏飞 
方鹏飞/王韬/查支祥/任晶

鸽 

流体力学 吴钢锋 
张科锋/吴钢锋/贾惠艳/吴

钢锋 

路基路面工程(B) 武金婷 武金婷/陈伟 

桥梁工程Ⅱ 彭卫 彭卫 

桥梁检测与加固 陈闯 陈闯 

施工组织管理 李立新 李立新 

土建工程估价 蒋园园 蒋园园 

土木工程测试技术 郭辉 郭辉/张军 



土木工程施工 王银辉 王银辉/毛荣一 

污水处理工程 张会宁 张会宁 

实习实训课 

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授课教师 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陈闯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

道路工程课程设计 武金婷 武金婷/王文军/郭辉 

地下建筑结构课程设计 徐浩峰 徐浩峰 

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设计 徐浩峰 徐浩峰/李强/邬喆华 

给水排水工程课程设计 马建青 靳慧霞/马建青 

工程测量实习 陈伟 
陈伟/贾惠艳/余效儒/耿健/

潘崇根 

工程地质实习 王恒宇 王恒宇 

工程估价课程设计 蒋园园 蒋园园/高红江 

工程实习 陈闯 
陈闯/王忠瑾/毛荣一/吴钢

锋/张军 

水处理工程课程设计 马建青 马建青/张会宁 

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实习 陈闯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

土木工程专业认识实习 徐浩峰 
徐浩峰/毛荣一/樊玮洁/吴

钢锋/武金婷/张军 

土木工程专业综合实验 王银辉 

张军、樊玮洁、李强、杨

晓燕、罗征、马佳星、王

瑞、王佳雷等 

 



附录 2 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清单 

课程名称 课程负责人 授课教师 

BIM 技术应用与实务 徐浩峰 徐浩峰 

BIM 软件应用 高红江 罗征/程潇/武金婷/高红江 

安装工程估价 高红江 高红江 

边坡与基坑工程 朱大勇 朱大勇 

城市地下工程前沿 方鹏飞 方鹏飞/王恒宇 

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（B）(双语) 钱勇兴 钱勇兴 

道路勘测设计 王文军 王文军 

道路桥梁工程前沿 陈闯 陈闯 

道路桥梁施工技术(B) 陈闯 陈闯 

道桥养护与管理 武金婷 武金婷 

地基处理 王忠瑾 王忠瑾 

地下工程施工技术 应国刚 应国刚 

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毛荣一 毛荣一 

房屋建筑学 邬喆华 邬喆华/刘玮 

钢结构设计基本原理 张军 张军/王佳雷/王韬 

高层建筑结构设计 李强 李强 

高层建筑施工技术 查支祥 查支祥 

给排水工程造价 马迪 马迪 

给水处理工程 马建青 马建青 

给水排水工程结构 吴钢锋 吴钢锋 

工程风险管理 吴萍 吴萍 

工程管理前沿 毛荣一 
毛荣一/李立新/高红江/吴

萍 

工程管理软件与 BIM 技术应用 李立新 李立新/蒋园园 

工程荷载与可靠度设计原理 杨晓艳 杨晓艳 

工程结构加固 李强 李强 

工程设施管理 高红江 高红江 

工程项目管理 李立新 李立新/高红江 



工程质量事故分析 邬喆华 邬喆华 

公路工程造价(B) 武金婷 武金婷 

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 刘玮 任晶鸽/刘玮/查支祥/郭辉 

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 马佳星 
杨晓艳/苏丹娜/王银辉/马

佳星/柳根金 

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潘崇根 潘崇根/张军 

建筑 CAD 软件应用 潘崇根 潘崇根/郭辉 

工程伦理 潘崇根 潘崇根 

建筑工程前沿 张军 张军/李强/王瑞/王佳雷 

建筑工业化与装配式工程 王瑞 王瑞 

建筑结构电算 徐浩峰 徐浩峰 

建筑消防工程 李妍 李妍 

结构力学专题 方鹏飞 方鹏飞 

军事技能 曹燕 曹燕 

桥涵水文 罗征 罗征 

桥梁结构电算(B) 陈闯 陈闯 

生态修复工程 钱勇兴 钱勇兴 

施工组织课程设计 李立新 李立新/蒋园园 

市政工程前沿 马建青 马建青 

市政工程施工技术 李妍 李妍 

隧道工程 孟志刚 孟志刚/朱大勇 

土力学 王恒宇 王恒宇/贾惠艳/王文军 

土木工程材料 徐亦冬 徐亦冬/陈伟/王佳雷/耿健 

土木工程专业导论 王银辉 王银辉 

土木工程专业英语(双语) 李强 李强 

岩土工程测试与检测 孟志刚 孟志刚 

智能建造技术 王瑞 王瑞 

 

 


